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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陰陽五行 

陰陽和五行學說，是中醫藥學術最基本的理論基礎。它貫串在整個醫學的

各方面，無論對生理、病理、藥物、診斷、治療、預防等等的理解，都不能脫離

這一思想體系。 

 

（1）陰陽 

診斷的首要關鍵，就是辨別陰陽。素問陰陽應象大論：「善診者，察色按脈，

先別陰陽。」，關於陰症、陽症的概念，列表如下： 

陰  症 
身體惡寒，四肢發冷，喜歡溫暖，口不渴，大便清稀，小便清長，

神智清醒，喜歡閉目不語，呼吸微弱，脈沉或遲 

陽  症 
身體發熱，喜歡陰涼，口渴要喝水，大便秘結，小便黃赤，神情煩

躁，開目好動多言，呼吸氣粗，脈浮或數 

 

（2）五行 

內經裡有關五行與臟腑之間，以及人體與自然界之間的種種現象分類，是

非常細緻而繁複的。它從四時的氣候變化，結合到人體的腑臟等生理，並廣泛地

聯繫到病理、診斷、治療等方面。其相對關係擇要舉例如下表： 

五行 木 火 土 金 水 

季節 春 夏 長夏 秋 冬 

方向 東 南 中央 西 北 

五氣 風 熱 濕 燥 寒 

臟 肝 心 脾 肺 腎 

腑 膽 小腸 胃 大腸 膀胱 

在體 筋 血 肉 皮毛 骨 

在竅 目 舌 口 鼻 耳 

在志 怒 喜 思 憂 恐 

所藏 魂 神 意 魄 志 

五色 青 赤 黃 白 黑 

五味 酸 苦 甘 辛 鹹 

五聲 呼 笑 歌 哭 呻 

五液 淚 汗 涎 涕 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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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棗（補脾胃、潤心肺、和百藥。） 

性味：甘溫 

入經：脾經血分藥。 

功用：補土益氣，滋脾土，潤心肺。 

調營衛，緩陰血，生津液，悅顏色。 

通九竅，助十二經，和百藥。 

禁忌：中滿症忌之。 

副作用：多食損齒。 

品質：北產肥潤者良。 

 

二、 杏仁（瀉肺，解肌，潤燥，下氣。） 

性味：辛苦甘溫而利。 

功用：瀉肺解肌（能發汗），除風散寒，降氣行痰。 

潤燥消積（索麵、豆粉近之則爛）。通大腸氣秘。 

主治：時行頭痛，上焦風燥，咳逆上氣，煩熱喘促。 

有小毒，能殺蟲，治瘡，治狗毒、錫毒。 

禁忌：肺虛而咳者忌用。 

炮製：去皮尖炒研。發散連皮尖研。雙仁者殺人。 

配伍：得火良。惡黃耆、黃芩、葛根。 

 

三、烏梅（濇腸，歛肺。） 

性味：酸澀而溫。 

入經：脾肺血分之果。 

功用：歛肺（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濇腸。 

涌痰消腫，清熱解毒。生津止渴。醒酒殺蟲。 

主治：久嗽瀉痢，瘴瘧。霍亂，吐逆反胃，勞熱骨蒸。 

安蚘厥。去黑痣，蝕惡肉。 

副作用：多食損齒傷筋。 

白梅：功用略同。治痰厥僵仆，牙關緊閉。驚癇喉痺，傅乳癰腫毒，

刺入肉中。 

炮製：青梅薰黑為烏梅，鹽漬為白梅。 

 

四、柿乾（潤肺，濇腸，寧嗽。）  

性味：甘平性濇（生柿性寒）。 

入經：脾肺血分藥。 

功用：健脾濇腸，潤肺甯嗽，而消宿血。 

主治：肺痿熱咳。喀血反胃。腸風痔漏。 

柿霜：乃其精液，生津化痰，清上焦心肺之熱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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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咽喉口舌瘡痛。 

忌蟹。 

柿蒂：止呃逆。 

 

五、山查（瀉滯氣，消積，散瘀，化痰。） 

性味：酸甘鹹溫。 

功用：健脾行氣，散瘀化痰，消食磨積。 

主治：發小兒痘疹，止兒枕作痛。 

副作用：多食令人嘈煩，易飢，反伐脾胃生發之氣。 

品種：有大小二種，小者入藥。 

別名：一名棠毬子。 

炮製：去皮核用。 

 

六、梨（潤肺、瀉火、清熱） 

性味：甘微酸寒。 

功用：潤肺涼心，消痰降火，止渴解酒，利大小腸。 

主治：治傷寒發熱，熱嗽痰喘，中風失音。 

（搗汁頻服。聖惠方梨汁煮粥，治小兒心臟風熱昏燥。） 

切片貼湯火傷。 

禁忌：多食冷利，脾虛泄瀉及乳婦血虛人忌之。 

炮製：搗汁用，熬膏亦良。（加薑汁、蜂蜜佳，清痰止嗽。與萊菔相

間收藏，則不爛，或削梨蒂扦萊菔上。） 

 
七、枇杷葉（瀉肺，降火。） 

性味：苦平。 

功用：清肺胃和而降氣，氣下則火降痰消。（氣有餘便是火，火則生

痰。） 

主治：治熱欬嘔逆口渴。 

品質：葉濕重一兩，乾重三錢為氣足。 

炮製：拭淨毛。（毛射肺令人欬）治胃病-薑汁炙；治肺病-蜜炙。 

 

八、白果（一名銀杏。濇，歛肺，去痰。） 

性味：甘苦而溫，辛濇而收。 

功用：熟食，溫肺益氣。定痰哮，斂喘嗽，縮小便，止帶濁。 

生食，降痰解酒，消毒殺蟲。 

漿澤手面，浣油膩。 

副作用：多食則收令太過，令人壅氣臚脹，小兒發驚動疳。（食千枚

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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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胡桃（補命門，肉潤、皮濇） 

性味：味甘氣熱，皮濇肉潤，皮汁青黑，屬水入腎。 

功用：通命門，利三焦。溫肺潤腸，補氣養血。 

佐補骨脂，一木一火，大補下焦。 

三焦通利，故上而虛寒喘嗽，內而心腹諸痛，外而瘡腫諸毒，

皆可除也。 

油者有毒，故殺蟲治瘡。殼外青皮，壓油，烏髭髮。 

副作用：然動風痰，助腎火，有痰火積熱者少服。 

炮製：潤燥養血，去皮用，斂濇，連皮用。 

 

十、龍眼肉（補心脾。） 

性味：甘溫。 

入經：歸脾。 

功用：益腎長智，（一名益智）養心補血，故歸脾湯用之。 

主治：治思慮勞傷心脾，及腸風下血。 

 

十一、荔枝核（宣，散寒濕。） 

性味：甘濇而溫。 

入經：入肝、腎。 

功用：散滯氣，辟寒邪。 

主治：治胃脘痛，婦人血氣痛。（煆成性，五錢，香附一兩，為末，

每服二錢，鹽湯或米飲下，名蠲痛散。單服，醋湯下亦效。） 

其實雙結，核似睪丸。故治頹疝卵腫，有述類形象之義。 

（煆存性，酒調服，加茴香、青皮，各炒為末，酒服亦良。） 

殼發痘瘡，燒存性用。 

荔枝連殼煆研，止呃逆。 

（生荔枝多食則醉，以殼浸水解之。即食物不消，還以本物

解之。） 

 

十二、蓮子（補脾、濇腸、固精。） 

性味：甘溫而濇，脾之果也。 

功用：脾者黃宮，故能交水火而媾心腎，安靖上下君相火邪。 

（古方治心腎不交，勞傷白濁，有蓮子清心飲。補心腎，有

瑞蓮丸。） 

益十二經脈血氣，濇精氣，厚腸胃，除寒熱。 

主治：治脾瀉久痢，白濁夢遺，女人崩帶，及諸血病。 

禁忌：大便燥者勿服。 



5 

炮製：去心皮蒸熟焙乾用。 

配伍：得茯苓、山藥、白朮、枸杞良。 

 

十二~1、石蓮：黑而沉水者為石蓮。 

功用：清心除煩，開胃進食。 

主治：專治噤口痢，淋濁諸症。 

 

十二~2、蓮心：為末，米飲下，療產後血竭。 

 

十二~3、蓮蕊鬚（濇精。） 

性味：甘溫而濇。 

功用：清心通腎，益血固精，烏鬚黑髮。 

止夢洩遺精，吐崩諸血，略與蓮子同功。 

 

十二~4、藕（涼血，散瘀。） 

性味：濇平。 

功用：解熱毒，消瘀血，止吐衂淋痢，一切血證。 

（和生地汁，童便服良。） 

生—甘寒，涼血散瘀，止渴除煩，解酒毒蟹毒。 

煮熟—甘溫，益胃補心，止瀉止怒，久服令人歡。 

炮製：生搗，罨金瘡傷折。 

熟搗，塗圻裂凍瘡。 

澄粉亦佳，安神益胃。 

 

 

十三、荷葉（清宣，升陽，散瘀。） 

性味：苦平。 

功用：其色青，其形仰，其中空，其象震，感少陽甲膽之氣。 

燒飯合藥，裨助脾胃，而生發陽氣。 

（潔古枳朮丸，用荷葉燒飯為丸。） 

痘瘡倒靨者，用此發之。（殭蠶等分為末，胡荽湯下。） 

 

十四、甘蔗（補脾，潤肺。） 

性味：甘寒。 

功用：和中助脾，陰熱潤燥，止渴消痰，解酒毒，利二便。 

主治：治嘔噦反胃，（梅師方蔗汁、薑汁和服）。大便燥結。（蔗汁熬

之名石蜜，即白霜糖。唐大歷間有鄒和尚始傳造法。性味甘

溫，補脾緩肝，潤肺和中，消痰治嗽。多食助熱，損齒生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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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糖功用略同。） 

 

十五、菱（俗名菱角，一名芰。瀉、解暑、止渴。） 

性味：甘寒。 

功用：安中消暑，止渴解酒。 

形態：有兩角、三角、四角者，老嫩之殊。（武陵記以三角、四角者

為芰，兩角者為菱，菱花隨月而轉，猶葵花之向日。） 

 

十六、西瓜（解暑。） 

性味：甘寒。 

功用：解暑除煩，利便醒酒。 

別名：天生白虎湯。 

 

十七、雞（補） 

性味：屬巽，屬木（故動風。）其肉甘溫。 

功用：補虛溫中。 

（日華曰：黑雌雞補產後虛勞。馬益卿曰：妊婦宜食牡雞，取

陽精之全於天也） 

 

十七~1、雞冠 

功用與主治：雞冠居清高之分，其血乃精華所聚，雄而丹者屬陽。故治中

惡驚忤。（以熱血瀝口塗面吹鼻良。） 

本乎天者親上，故塗口眼喎斜。 

用老者，取其陽氣充足也，能食百蟲。故治蜈蚣、蚯蚓、蜘

蛛咬毒。 

 

十七~2、雞子 

性味：甘平。 

功用：鎮心安臟，益氣補血。 

清咽開音，散熱定驚。 

止嗽止痢，利產安胎。 

（醋煮食，治赤白久痢。胎衣不下者，吞卵黃二三枚，解髮刺

喉令吐即下。） 

哺雛蛋殼細研，麻油調，搽痘毒神效。 

副作用：多食令人滯悶。 

 

十七~3、雞肫皮（一名雞內金。一名月坒 胵。） 

性味：甘平，性濇，雞之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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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用：能消水殼。除熱止煩。通小腸膀胱。 

主治：瀉痢便數，遺溺，溺血。 

崩帶腸風。膈消反胃。小兒食瘧。 

用法：男用雌，女用雄。 

 

十七~4、雞矢醴 

性味：微寒。 

功用：下氣消積。利大小便。 

主治：內經用治蠱脹。 

（臘月取雄雞屎白收之，醋和塗蚯蚓、蜈蚣咬毒。合米炒治米癥。） 

十八、烏骨雞（補虛勞） 

性味：甘平，雞屬木，而骨黑者屬水。 

功用：得水木之精氣，故能益肝腎，退熱補虛。 

主治：治虛勞消渴，下痢噤口，帶下崩中，肝腎血分之病。（煮汁益胃） 

鬼擊卒死者，用其血塗心下效。（睽車志、夏侯弘捉得一小鬼，

問所持何物，曰：殺人以此矛戟中心腹者，無不輒死。弘曰：治

此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血敷之即瘥。） 

品質：骨肉俱黑者良。舌黑者，骨肉俱黑。 

用法：男用雌，女用雄。（女科有烏雞丸，治百病。） 

 

十九、鴨（補陰） 

性味：甘冷。 

入經：入肺腎血分。 

功用：滋陰補虛，除蒸止嗽，利水道。 

主治：治熱痢。 

白毛烏骨者，為虛勞聖藥，取金肅水寒之象也。 

熱血，解金、銀、丹石、砒霜諸毒，及中惡溺死者。 

品質：老者良。 

製法：酒或童便煮。 

卵：甘鹹微寒，能滋陰，除心腹膈熱。 

貯藏法：鹽藏食良。 

 

二十、猪（臟腑引經。） 

性味：水畜，鹹寒。 

功用：心血用作補心藥之嚮導，蓋取其以心歸心，以血導血之義。 

尾血和龍腦（冰片）-治痘瘡倒靨。（能發之。時珍曰：取其動

而不息。） 

肝主藏血-補血藥多用之，入肝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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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者良，同夜明砂做丸，治雀目。） 

肺補肺-治肺虛咳嗽。（咳血者，蘸薏仁末食。） 

肚入胃-健脾。（仲景治消渴有黃連猪肚丸。） 

腎鹹冷而通腎-治腰痛耳聾。 

腸入大腸-治腸風血痢。 

膽汁-苦入心，寒勝熱，滑潤燥，瀉肝膽之火，明目殺疳，沐

髮光澤。 

-醋和灌榖道，治大便不通。 

-浴初生小兒，永無瘡疥。 

猪胞-治遺溺、疝氣，用作引經藥。 

猪脂-甘寒，涼血潤燥，行水散風，解毒，殺蟲，利腸，滑產。 

-煎膏藥主諸瘡。 

猪蹄煎湯-通乳汁，洗敗瘡。 

懸蹄甲-治寒熱痰喘，痘瘡入目，五痔腸癰。 

配伍禁忌：猪肉反黃連、烏梅、桔梗，犯之瀉痢。 

 

二一、羊肉（補虛勞。） 

性味：甘熱，屬火。 

功用：補虛勞，益氣血，壯陽道，開胃健力，通氣發瘡。 

青羊肝：苦寒，色青，補肝而明目。 

膽：苦寒，點風淚眼，赤障白翳。 

脛骨：入腎而補骨，燒灰擦牙良。 

羊血：解金、銀、丹石、砒、硫一切諸毒。 

乳：甘溫，補肺腎虛，潤胃脘大腸之燥 

-治反胃消渴，口瘡舌腫，蜘蛛咬傷。 

品質：肉肝青，羖羊良。膽青，羯羊良。乳白，羜羊良。骨煆用。 

配伍：反半夏、菖蒲。忌銅器。 

 

二二、牛肉（補。） 

性味：甘溫，屬土。 

功用：安中補脾，益氣止渴。 

牛乳：性味：味甘微寒。 

功用：潤腸胃，解熱毒，補虛勞。 

主治：治反胃噎膈。 

白水牛喉：治反胃吐食，腸結不通。 

酥酪醍醐：皆牛羊乳所作，滋潤滑澤，宜於血熱枯燥之人。 

牛膽：牛膽納石灰於內，懸掛風處百日，治金瘡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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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阿膠（平補而潤） 

性味：甘平。 

功用：清肺養肝，滋腎益氣，和血補陰。 

（肺主氣，腎納氣。肝主血，血屬陰。） 

除風化痰，潤燥定喘。 

利大小腸。 

主治：治虛勞咳嗽，肺痿吐膿，吐血衂血。 

血淋血痔，腸風下痢。（傷寒伏熱成痢者，必用之，妊娠血痢

尤宜。） 

腰酸骨痛，血痛血枯，經水不調，崩帶胎動。 

（或妊娠下血，酒煎服。） 

癰疽腫毒。及一切風病。 

禁忌：瀉者忌用。 

藥材：用黑驢皮、阿井水煎成。 

品質鑑定：黑光帶綠色，夏月不輭者真。 

炮製：剉炒成珠。或麵炒。蛤粉炒（去痰）。蒲黃炒（止血）。酒化、

水化。童便和用。 

配伍：得火良。山藥為使。畏大黃。 

 

二四、虎骨（宣，去風，健骨。） 

性味：味辛微熱。 

功用：虎屬金而制木，故嘯則風生，追風健骨，定痛辟邪。 

主治：風痺拘攣疼痛。驚悸癲癇。犬咬骨哽。（為末水服，犬咬敷患

處。） 

品質：以頭骨、脛骨良。 

虎肚：治反胃。 

虎睛：為散，竹瀝下，治小兒驚癇夜啼。 

 

二五、羚羊角（瀉心肝火。） 

性味：苦鹹微寒，羊屬火，而羚羊屬木。 

入經：入足厥陰（肝），手太陰少陰經（肺、心）。 

功用：目為肝竅，此能清肝。--明目去障。 

肝主風，其合在筋，此能袪風舒筋。--故治驚癇搐搦，骨痛筋攣。 

肝臟魂，心主神明，此乃能瀉心肝邪熱-故治狂越僻謬，夢魘驚駭。 

肝主血，此能散血。--故治瘀滯惡血，血痢腫毒。 

相火寄於肝膽，在志為怒，此能下氣降火。--故治傷寒伏熱，煩

滿氣逆，食噎不通。 

羚之性靈，而精在角。--故又辟邪而解諸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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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與型態：出西地，似羊而大，角有節，最堅勁，能碎金剛石

與貘骨。 

品質：夜宿防患，以角掛樹而棲，多兩角，一角者勝。 

（角有掛紋者真。一邊有節而疎，乃山驢、山羊，非羚也。） 

炮製：剉研極細，或磨用。 

 

二六、鹿茸（大補陽虛。） 

性味：甘溫（一云鹹熱），純陽。 

功用：生精補髓，養血助陽，強筋健骨。 

主治：腰腎虛冷，四肢酸痛，頭眩眼黑，崩帶遺精，一切虛損勞傷。 

惟脈沉細，相火衰者宜之。 

品質：鹿角初生，長二三寸，分歧如鞍，紅如瑪瑙，破之如朽木者良。 

（太嫩者，血氣未足無力。） 

炮製：酥塗微炙用（不酥塗則傷茸）。或酒炙。 

不可嗅之，有蟲恐入鼻顙。 

鹿角：性味：鹹溫 

功用：生用則散熱行血，消腫，辟邪，治夢與鬼交。 

練霜熬膏，則專於滋補。 

造膠霜法：取新角寸截，河水浸七日，刮淨，桑火煮七日，入醋少許，

取角搗成霜用，其汁加無灰酒，熬成膏用。 

配伍：畏大黃。 

 

二七、燕窩（養肺陰，潤，化痰。） 

性味：甘淡平。 

功用：大養肺陰，化痰止嗽，補而能清，為調理虛勞之聖藥。 

一切病之由於肺虛，不能肅清下行者，用此皆可治之。 

開胃氣，潤大小腸，已勞痢，益小兒痘疹。 

產地與種類：出沿海，有紅白烏三色，可入煎藥。。 

腳：功用相倣，性重達下，微鹹能潤下，治噎膈甚效。 

 

二八、鵝 

性味：甘溫有毒。 

功用：發風動瘡。 

主治：噎膈反胃。 

卵：甘溫，補中益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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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孕婦為例，懷孕當時因為有胎兒的負擔，所以體質通常偏熱；而

產後因為生產時的消耗及身體恢復期的需要，因此體質又會偏寒。還有

一些小朋友，容易夜尿，常因體質偏寒，這個時後父母就不要再給他吃

太多寒涼性質的瓜果或蔬菜，如西瓜、香瓜、冬瓜、白菜、莧菜等，反

而該給他多吃龍眼、南瓜、糯米粥會更好。  

以下將常見食物依其寒熱屬性加以分類，供生活上之參考： 

 

水果類 

寒涼性 
西瓜、楊桃、香蕉、奇異果、香瓜、柿子、柚子、李

子、枇杷、梨子、草莓、葡萄柚、桑椹、蕃茄 

平和性 
梅、鳳梨、芒果、葡萄、椰子、蘋果、檸檬、甘蔗、

釋迦、加州李、菠蘿蜜、無花果、木瓜、棗子、柳橙

溫熱性 
龍眼、杏仁、桃子、荔枝、櫻桃、橄欖、金棗、蕃石

榴、榴槤 

 
蔬菜類 

寒涼性 

蘆薈、蘿蔔、蓮藕、筊白筍、海帶、紫菜、苦瓜、竹

筍、豆腐、絲瓜、萵苣、菠菜、白菜、冬瓜、莧菜、

茄子、芥菜、芹菜、芥藍菜、黃瓜、空心菜、紅鳳菜、

油菜、包心白菜、荸薺、豆薯、甘薯菜、金針菜、黃

豆芽、瓠子、枸杞葉、落葵、綠豆、薏苡仁、麵筋、

麥粉 

平和性 
甘薯、蠶豆、木耳、馬鈴薯、香菇、菱角、花生、玉

米、胡蘿蔔、甘藍、洋菇、豌豆、黑豆、黃豆、菜豆

溫熱性 
南瓜、蔥、韭菜、生薑、洋蔥、糯米、茼篙、芫荽、

茴香、九層塔、大蒜、辣椒、胡椒、芥末 

 
中藥類 

寒涼性 
菊花、決明子、薄荷、仙菜、西洋參、人參鬚、青草

茶、苦茶、菊花茶、洛神花茶 

平和性 
靈芝、蜂蜜、山藥、蓮子、白木耳、芝麻、枸杞子、

百合、四神湯、清補涼湯 

溫熱性 
山楂、酒、醋、栗子、核桃、當歸、人參、黃耆、四

物湯、十全大補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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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理學 

（1）五臟六腑 

五臟是：肝、心、脾、肺、腎。六腑是：膽、小腸、胃、大腸、膀胱、三

焦。此外還有一個心包絡，它是心臟的保護者，和心有密切相依的關係，所以也

附屬在五臟之內，而總稱為「十二官」。 

五臟 

肝、心、脾、肺、腎，總稱五臟。他們的主要功能，古人認為是貯藏精氣

的所在，屬裏、屬陰；因此，稱它們為「藏而不瀉」，這就說明五臟是人體的重

要器官。 

六腑 

膽、小腸、胃、大腸、膀胱、三焦，總稱六腑。他們的主要功能，除了膽

以外，都是水谷出入轉輸，受清泌濁的臟器，因此，古人稱之為「瀉而不藏」。

在性能上和五臟相對，屬表、屬陽，它們和五臟起著配合的作用。 

（2）經絡 

「經絡」包含著十二經脈、奇經八脈、十二經別、十二經筋、十五絡以及

許多的絡脈和孫絡的總稱。其中，十二經脈是構成整體循環的主體、奇經八脈有

調節十二經脈的作用，所以在經絡學說中以這兩種最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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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朮（補脾，燥濕。） 

性味：苦甘溫。 

苦燥濕，甘補脾，溫和中。 

功用：在血補血，在氣補氣，無汗能發，有汗能止。 

    燥濕則能利小便，生津液，止泄瀉，消痰水腫滿，黃疸濕痺。 

    補脾則能進飲食，袪勞倦，止肌熱，化癥癖。 

    和中則能已嘔吐，定痛安胎。 

禁忌：血燥無濕者禁用，能生膿作痛，潰瘍忌之。 

品質：肥白者出浙地，名雲頭朮；燥白者，出宣歙，名狗頭朮，差勝

於浙。 

炮製：用糯米泔浸(借榖氣以和脾)，陳壁土炒(藉土氣以助脾)，或蜜

水炒，人乳拌用(潤以制其燥)。 

 

二、蒼朮（補脾，燥濕，升陽，散鬱。） 

性味：甘溫辛烈。 

功用：燥胃強脾，發汗除濕，能升發胃中陽氣。 

      止吐瀉，逐痰水，消腫滿，辟惡氣，散風寒濕，為治痿要藥。 

      又能總解痰、火、氣、血、濕、食六鬱。 

及脾濕下流，腸風帶濁。 

禁忌：燥結多汗者忌用。 

品質：出茅山，堅小有硃砂點者良。 

炮製：糯米泔浸，焙乾，同芝麻炒，以制其燥。 

配伍：二朮皆防風地榆，為使。 

 

三、茯苓 

性味：甘溫 

功能：補心脾，通，行水甘溫益脾助陽，淡滲利竅除濕。色白入肺瀉

熱，而下通膀胱（能通心氣於腎，使熱從小便出，然必其上行

入肺，能清化源，而後能下降利水也），寧心益氣，調營理衛，

定魄安魂（營主血，衛主氣，肺藏魄，肝藏魂）。 

主治：治憂恚驚悸（心肝不足），心下結痛，寒熱煩滿，口焦舌乾（口

為脾竅，舌為心苗。火下降則熱除），咳逆（肺火）嘔噦（胃火），

膈中痰水（脾虛），水腫淋瀝，泄瀉（滲濕）遺精（益心腎。若

虛寒遺溺、泄精者，又當用溫熱之劑峻補其下。忌用茯苓淡滲

之藥）。小便結者能通，多者能止（濕除則便自止），生津止渴

（濕熱去則津生），退熱安胎。 

品質：松根靈氣結成，以大塊、堅白者良。 

炮製：去皮，乳拌蒸，多拌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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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茯神 

功用：開心益智，安魂養神。 

主治：補心主治略同茯苓，但茯苓入脾，腎之用多，茯神入心之用多。

療風眩心虛，健忘多恚。 

炮製：即茯苓抱根生者（昂按︰以其抱心，故能補心也）。去皮及中

木用。 

五、黃松節 

      茯神心木，名黃松節。療諸筋攣縮，偏風 斜，心掣健忘（心

木一兩，乳香一錢，石器炒研，名松節散。每服二錢，木瓜湯

下，治一切筋攣疼痛。乳香能伸筋，木瓜能舒筋也）。 

 

六、薏苡仁(補脾胃，通，行水) 

性味：甘淡微寒而屬土 

入經：陽明（胃）藥也。 

功用與主治： 

甘益胃，土勝水。淡滲濕。瀉水所以益土，故健脾。治水腫濕

痺，腳氣疝氣，泄痢熱淋。 

益土所以生金，故補肺清熱（色白入肺，微寒清熱），治肺痿肺

痛，咳吐膿血（以猪肺沾苡仁米服）。 

扶土所以抑木，故治風熱筋急拘攣（厥陰風木主筋，然治筋骨

之病，以陽明為末。陽明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利機關者也。

陽明虛則宗筋縱馳，故經曰︰治痿獨取陽明，又曰︰肺熱葉焦，

發為痿 。蓋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陽明濕熱上蒸於肺，則

肺熱葉焦，氣無所主而失其治節，故痿 。薏苡理脾，而兼清熱

補肺，筋寒則急，熱則縮，濕則縱。然寒濕久留，亦變為熱。

又有熱氣熏蒸，水液不行，久而成濕者。薏苡去濕要藥，因寒

因熱，皆可用也。《衍義》云︰因寒筋急者不可用，恐不然） 

注意事項：其力和緩，用之須倍於他藥。 

炮製：殺蛔墮胎，炒熟微研。 

 

 


